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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高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重人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5,258,573,090.92 5,976,579,987.94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9,357,635.89 2,625,370,207.60 -7.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0,570,463.55 -392,728,141.1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53,947,642.50 801,728,765.74 3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9,339.10 66,878,240.12 -10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160,168.55 18,704,694.20 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6.67 减少 6.8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8 0.1531 -10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1531 -106.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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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369.4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29,605.3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3,781,296.4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28.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425.01 

所得税影响额 8,272,349.34 

合计 -24,869,507.6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9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18,278,355 49.24 0 无  国有法人 

林川 3,367,197 0.76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子晖 2,738,900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程秀花 2,660,000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钟斌 2,239,900 0.5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205,772 0.50 0 无  国有法人 

范梅博 2,042,776 0.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孙政 1,650,000 0.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1,570,937 0.35 0 无  国有法人 

元达信资本－工商银行－元达

信腾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489,957 0.3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18,278,355 人民币普通股 218,27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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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川 3,367,197 人民币普通股 3,367,197 

陈子晖 2,7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8,900 

程秀花 2,6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0,000 

钟斌 2,2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9,900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205,772 人民币普通股 2,205,772 

范梅博 2,042,776 人民币普通股 2,042,776 

孙政 1,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0 

中国外运江苏有限公司 1,570,937 人民币普通股 1,570,937 

元达信资本－工商银行－元达信腾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489,957 人民币普通股 1,489,9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1 其他应收款  30,229,571.66   45,627,428.20  -33.75 

2 其他流动资产 45,539,951.34 26,360,185.63 72.76 

3 短期借款  107,795,026.98   182,000,141.65  -40.77 

4 应付账款 194,367,363.07 283,658,302.25 -31.48 

5 应付职工薪酬  18,736,755.45   49,579,249.71  -62.21 

6 其他应付款  79,091,661.91   59,870,461.72  32.10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变动比例

（%） 

7 营业收入  1,053,947,642.50   801,728,765.74  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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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财务费用 -8,159,731.32 -729,043.36 不适用 

9 投资收益  -125,338.44   37,609,287.81  -100.33 

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3,880,664.01   25,774,744.66  -231.45 

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09,339.10 66,878,240.12 -107.04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40,570,463.55  -392,728,141.19  不适用 

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973,563.41  230,699,124.17  -99.14 

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6,171,423.52  152,917,591.16  -136.73 

1、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 33.75%，是因为报告期末应收出口退税金额较年

初有所减少； 

2、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 72.06%，主要是因为报告期末待抵扣税金较年

初有所增长； 

3、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 40.77%，是因为报告期内归还了到期的金融机构贷

款； 

4、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 31.4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合同支付了

到期的进口业务采购款；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了 62.21%，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发放了

2020 年末预提的绩效薪酬； 

6、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 32.10%，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激

励计划授予员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根据回购义务确认了金融负债； 

7、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1.46%，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疫情缓解，进口

海产品业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744 万元，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的汇兑收益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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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3,773 万元，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公司出售部

分华安证券股票，确认了金融资产处置收益； 

10、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5,966 万元，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报

告期末持有的华安证券股价较年初股价有大幅度增长，产生了较高的浮盈； 

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 107.04%，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公司持有华安证券股票的价格下跌，该事项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影响金额为-2,528 万元，而上年同期公司持有及处置华安证券股票对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合计为 4,813 万元；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52 亿元，主要是因为

报告期内业务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1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9.14%，主要是因为上

年同期公司出售部分华安证券股票，收回了投资款； 

1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20,909 万元，主要是因

为今年通过金融机构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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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的议案。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省国资委关于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股权

激励计划的批复》（苏国资复〔2021〕4 号）。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的议

案，同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2021 年 3 月 3 日，授予工作完成。 

上述事项详见临 2020-025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1-002 关

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

告、临 2021-007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1-009 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1-017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

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松 

日期 2021 年 4 月 27 日 

 

 


